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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重庆保税港区交出了
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实现规上工业产
值同比增长22.92%；实现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26.69%；实现外贸进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35.4%；实现工业投资同比
增长2.51倍；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6.57倍；实现跨境电商成交量同比增长
73%。

根据中国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协会
统计数据，一季度重庆保税港区外贸进
出口总额位列全国14个保税港区第1
名，全国196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
12名。

是什么原因让重庆保税港区一季
度“成绩单”名列前茅？重庆日报记者
调查发现，背后有三大原因。

原因一
智能穿戴设备生产比例大幅提升

借力“智博会”东风，在大数据智能
化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重庆保
税港区积极协助区内企业进行智能化
改造，如今效果已开始显现，企业生产
重心正逐步从中低端设备向中高端乃
至高端设备迈进。

重庆保税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一
季度，保税港区入区企业生产智能穿戴
设备的比重大幅提升，由此可见，港区
智能制造发展新动能加速培育。保税
港区内的旭硕、纬创、仁宝、翊宝4家智
能终端生产企业通过拓展加工产品种

类、延伸产业链条等方式，应对市场发
展变化，逐步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

同时，保税港区结合企业发展拟定
了3年改造方案，推动智能化改造工
作。今年，旭硕、纬创、仁宝和翊宝四家
智能终端企业预计投入智能化改造金
额超4亿元，其中，旭硕拟改造56条生
产线，纬创计划将自动化率提升至
80%，仁宝计划改造23个自动化项目，
翊宝将对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项目进
行改造升级。此外，近日，纬创和翊宝
均获批2019年第一批重庆数字化车间
和智能工厂。

按照发展目标，保税港区将协助企
业逐步实现“两提升、三降低”，提升生
产效率，降低人力成本，着力实现智能
制造。

原因二
“保税+”产业多点开花

数据显示，一季度重庆保税港区实
现进出口额超264亿元，其中，加工贸
易进出口额约 242 亿元，同比增长
34.15%，一般贸易进出口额约 22亿
元，同比增长40%。

“进出口额大幅增长得益于‘保
税+’产业多点开花。”该负责人说。如

“保税+航空产业”实现多样性发展，产
业链进一步得到完善。

今年一季度，保税港区又协助重庆

航空引进2架A320NEO客机，进口贸
易额约1.2亿美元，截至目前保税港区
已累计落地9架飞机，“保税+飞机租
赁”步入常态化阶段。在航材保税项目
方面，继实现仓储业务“零突破”后，目
前海关处申报的121项航材备案已完
成，一季度共进口航材约37万美元。
这意味着不仅可以进一步缩短维修周
期，每年还可以为企业节省数百万元的
维修成本。

此外，“保税+跨境电商”也动力十
足，今年上半年，保税港区跨境电商交
易额预计可达14亿元，约占全市总量
的50%。目前，阿里巴巴、唯品会、网
易考拉三大重点跨境电商项目建立智
能化分拣打包作业系统，全面带动港区
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保税港区内的
跨境电商业务量已连续多年增速超
100%，“这折射的是内陆地区从‘世界
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变。”重庆工商
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敬分析称。

原因三
保税体验旅游景区提档升级

把握由“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
转变的机遇，2月22日，重庆保税体验
旅游景区（AAAA级）正式挂牌。

景区主体——重庆保税商品展示
交易中心以打造“一带一路”为主的国
家特色商品馆为特色，目前拥有进口商

品种类超4.5万个，涵盖了酒水饮料、
服饰箱包、家具家居、化妆品、保健品、
工艺品等多个种类，引进美国、瑞士、俄
罗斯、日本、马来西亚等15个国家特色
商品馆。

从3月起，重庆保税港区“一带一
路”国家特色商品贸易及文化周系列
活动已启动。特别策划了“环球号国
际列车”活动，以交易中心内“一带一
路”国家馆为站点，带领市民一起领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风情及特
色商品。周末节假日更是吸引众多游
客前往拍照打卡。据介绍，结合各国
风土人情与传统节日，以主题文化展
陈、特色商品展示、文化座谈交流及现
场互动等方式，“一带一路”国家特色
商品贸易及文化周系列活动将贯穿
2019年全年。

“未来，交易中心将让更多国外的
名特优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便捷的
通道进入中国市场，成为展示各国特色
的‘世界之窗’。”重庆保税商品展示交
易中心有关负责人说。

此外，重庆保税港区还推动口岸功
能释放“能量”，今年一季度保税港区进
口肉类指定口岸肉类进口1144.7吨，
同比增长178%，同时还支持相关企业
拓展大米、玉米等大宗商品进口，并助
推在空港设立冰鲜、肉类、粮油等进口
农产品的展示交易中心，实现水港及空
港产业联动。

一季度外贸进出口总额位列全国14个保税港区第1名、
全国196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12名——

一季度重庆保税港区晒出优秀“成绩单”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本报讯 （记者 罗芸）4 月 29
日，华芯智造微电子（重庆）股份有限公
司在綦江区启动试生产。据了解，这家
企业将生产的产品还包括用于卫星的
电源控制模块芯片，预计2021年企业
年产值将达30亿元。

华芯智造主要从事芯片生产、研
发、设计、封装、软件技术、控制系统、集
成电路板及电子产品等系统技术开发、
产品生产和销售，其产品以海外市场为
主要销售市场，产品出口德国、美国、韩
国、印度等国家。而华芯智造微电子
（重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
11月，项目总投资15亿元。

华芯智造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企
业业务范围在芯片基础上不断向下游
延伸。其研发的一款主要用于低轨微
小卫星的电源控制模块，已成功应用到

卫星上，并已随卫星上天。这款模块主
要是进行卫星的能源管理，即根据任务
要求对卫星上各个设备进行开启和关
闭。当卫星出现设备线路短路或电池
电压不稳定时，该模块可以自动触发相
应的保护程序，从而避免或减少对卫
星的影响。与以往的卫星电源控制模
块相比，华芯生产的这款模块功能强
大，但体积更小，功耗也更低。而接下
来华芯重庆公司生产的芯片，也有望

“上天”。
目前，华芯智造正与清华大学、重

庆大学等高校联合研发大数据、手游、
智慧城市等方面产品，现已有十余项成
果应用到了生产中。未来该公司在綦
江的基地将与深圳基地一起，成为中国
大型的芯片生产、设计、研发、封装、软
件、技术系统、通信设备生产基地。

“綦江造”芯片有望“上天”
本地企业将生产卫星电源控制模块，

2021年年产值将达30亿元

华芯智造微电子（重庆）股份有限
公司超净化车间内，身穿浅蓝色超净服
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忙碌着。4月29
日上午，位于重庆市綦江工业园的该公
司启动试生产。

华芯智造的落户，不仅填补了綦
江芯片生产的空白，也标志着这个老
工业区初步实现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两条腿”走
路，从而迈向老工业区的转型升级发
展之路。

痛定思痛，走工业转型升级之路

綦江区是重庆传统工业大区，煤炭
开采和齿轮制造两大支柱产业曾支撑
着该区成为西南地区工业翘楚。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从上世纪
末开始，綦江工业面临转型升级困境。
传统的两大支柱产业难以继续支撑区
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綦江工业未来之路该怎样走？
痛定思痛后，该区决定围绕“两点”

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利用日益凸
显的区位优势，结合我市产业发展优势
和趋势，通过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走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之路。

打造智慧工厂，实现传统
产业智能化发展

29日上午，重庆荆江汽车半轴有
限公司车间里，王正涛正透过可视窗口
观察机器钻孔情况。“整个钻孔过程都
是全自动的，我只需要负责监管。”有七
八年机床操作经验的王正涛说。去年
厂里引进一批这样的智能加工设备后，
从对位打孔到清洗全是机器操控并完
成，精度大大提高，几乎没有废品产生，
同时生产效率提升40%。

“通过实现智能化升级，产品质量
稳步提升，现在我们开始为德国奔驰汽
车生产半轴。”公司负责人自豪地说，预

计今年公司总产值将较去年增长15%
左右。

据了解，近年来，綦江区在不断研
发新产品同时，对齿轮、电铝等传统产
业也进行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不断实
现企业的节本增效。

目前，旗能铝业、綦齿传动、展亮改
装车、赛之源等“大块头”传统产业企业
已引入智能化设备建设智慧工厂，实现
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发挥区位优势，引入战略性
新兴产业

2月28日，总投资达103亿元的腾
讯云基地项目落户綦江工业园。腾讯
云将在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领域，与
綦江和重庆市的工业企业实现深度融
合，打造世界齿轮电商交易平台、新能
源汽车及配件电商交易平台、交通用铝
电商交易平台、工业企业上云等，预计
合作内容全部达效后产值可达300亿
元。

腾讯西南区负责人表示，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合适的“土壤”
才可能生根发芽，这样的“土壤”包括綦
江区对大数据、智能化为核心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重视，以及重庆大量的工业
企业在发展中所表现出的需求。

“我们招商是立足于綦江，但更重
视从全市产业发展的大背景、发展大趋
势。”龚锐说，这样一来，这类新兴企业
一旦入驻就能融合到全市更宏大的产
业集群中，从而迅速站稳脚跟，降低发
展成本。

遵循这种“立足于但不局限于綦
江”的战略思路，通过抢抓我市信息化
发展新机遇，发挥紧邻重庆主城、联动
渝黔的区位优势，綦江区已成功引进深
圳利市通、奥森通讯、物联网终端制造
等项目，在芯片制造、电子元管件、通讯
器材等高端智能制造产业领域取得从
无到有的突破。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升级

老工业区的转型升级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罗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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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重庆哪里庄园最多，江津南
部山区绝对是最密集的地方。在绝
美的山水之间，坐落着各式各样的古
老庄园，这里不仅有名冠全国的“西
南第一庄”会龙庄，还有保存完好的
中山龙塘余氏庄园、瓦屋头庄园、荣
庐庄园，以及锁在“深闺”待人识的枣
子坪宦氏庄园等。据统计，仅中山镇
一镇登记在册的庄园就有35座之多。

其中，“西南第一庄”会龙庄占地
面积约2万平方米，共有16座院落、
18口天井、220余间屋舍。然而，这
么一个气势磅礴的庄园，其主人到底

是谁？具体从何时开始修建？建筑
为何仿紫禁城格局？目前，这些都还
是未解之谜。

为何江津南部庄园兴盛？得先从
流传当地的盐商传奇故事说起。

江津南部山区地处川黔交通要
冲，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
贵州与四川经贸往来的中转站，更成
为川盐入黔最为主要的通道。因当
地多山地丘陵，造成陆路交通成本
高，因此当地货物运输很大程度依靠
笋溪河及密布的飞龙河、复兴河等众
多支流。尤其是运川盐入黔的盐商，

依靠发达的水运把生意做得风生水
起。

特别是在笋溪河畔的中山镇，凭
水陆两路上联柏林东胜乃至贵州、綦
江、合江，下接白沙、江津、重庆的地
理优势，盐运鼎盛时期，每天来此转
运的骡马就有 900 多匹，靠岸商船
300多条。运盐的马帮、背夫往往都
会在中山“盐店头”中转，经现在的会
龙庄所在地区往寨坝、温水、赤水一
线，或走其他古道出川入黔。

发达的水运孕育了商机，也聚集
了人气财气。至今中山古镇矗立的

号称清朝第一“打假”碑——禁卖发
水米碑上仍刻有“每场期买米不止万
人”字样，可见当时经济繁华之景。
据中山镇原文化站负责人刘栋林分
析，包括盐运在内的当地商贸物流业
的发展，或许正是这些庄园主秘而不
宣的财富来源，让他们迅速积累起富
甲一方的财富。

这些庄园有啥特色？据刘栋林介
绍，这些庄园多数在选址方面遵循中
国传统，山明水秀，追求理想的人居
环境和山水意境；风格大都遵循中轴
线和对称式控制全局，主次分明，仿

造宫殿建筑的布局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庄园修筑有

防御设施——碉楼，既可彰显主人家
的富贵发达，阻挡山匪的来袭，也可
便于移民来的人家登上碉楼缅怀。
其中，会龙庄内一座修建于民国时期
的5层碉楼，碉楼高38米，地基深10
米，系重庆市目前保存下来最高的碉
楼。碉楼每层楼设有不规则的漏斗
状枪眼和遮蔽式小窗，一层碉楼大门
后还有一间密室用于扼守碉楼大门，
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此外，商贸的繁盛也吸引了多地

移民的到来，随同而来的还有多彩的
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化。这促使当地
的庄园既有以马头砖石墙、小青瓦饰
以砖木石雕的徽派建筑，也有穿斗抬
梁式混合木结构，以及融合其他地区
建筑装饰手法的巴蜀合院式民居院
落等，彰显了劳动人民在建筑艺术上
的智慧与才能。

尽管经历了千年历史更迭，但江
津南部地区的古庄园群落依然雄踞
山林之间，等待着人们前往进行历史
人文的寻找与沉思……

李耀辉

探传奇庄园 品江津往事
探寻江津南部山区庄园兴盛之谜

四面山水四面山水 人文江津人文江津

4 月 29 日，在位于两江新区鱼复
工业开发区的重庆矢崎仪表有限公
司，工程师正在对自主研发的画像检测
机器人进行测试，它可替代生产线4名
工人。

该公司主要为丰田、沃尔沃、长城、
庆铃等汽车厂家生产汽车仪表及零部
件，近年来致力于智能化升级改造，建
设数字化车间，目前已有 35 条生产线
完成改造，让生产效率提高82%，不良
品率降低34%。预计，公司今年销售收
入达5亿元人民币。

记者 张锦辉 摄

智能化改造
让企业降本提效

（上接１版）

每项民生政策都有特定的对象

“现在国家政策好，我们农村人也
像城里人一样，按月有养老金了。”“看
病的开销少了，上个月做了漏肠手术，
医保报销后实际支付的费用不到1000
元。”“路桥费取消之后，我每年少了
2000多块钱的支出。”……

业内人士表示，每项政策都有特定
对象，一部分人能够享受到，有些人则
享受不到，感受会有所不同。

该人士举例说，取消农业税、补贴
粮食种植和农资购买，这些政策是针对
农民的，城里人就感受不到。再如，教
育资助政策，主要是兜底解决家庭困难
学生上学费用问题。政府建设公租房，
主要是让住房困难群众住有所居，低收
入群体的感觉会强一些。还有，个人所
得税起征点上调到5000元，原来的征
税起点是 3500 元，现在 3500 元至

5000元的这部分人不再缴纳个人所得
税，感觉就很明显。

民生投入大幅增加，成效明显——
全市贫困发生率降至0.7%；学前到大学
全程有资助，所有困难家庭的孩子都能
上学读书；城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
率巩固在95%以上；村村都有卫生室，无
论农村群众还是城镇居民，都能够同等
享受健康教育、预防接种、老年人健康管
理、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健康
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妇幼卫生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年年上涨。

集中财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

今年，重庆在改善和保障民生方面

有哪些政策措施？
市财政局人士介绍，从今年已经明

确的民生政策看，教育方面，市级新增
10亿元，用于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高考改革等；社会保障方面，按平均
约5%的幅度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医疗卫生方
面，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和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财政补助分别提高
30元和14元，分别达到每人每年520
元和69元。

“加大民生投入是一件好事，要
把好事办好更考验智慧。”该负责人
谈到，资金上，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违
背财政“量入而出”的原则，以及预算
法要求的“量力而行、收支平衡”；投
向上，守住底线、突出重点，集中财力

保障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管理上，体制机制要跟上，只有资金
投入和体制机制齐步走，基本民生和
托底救急一并保，民生改善才能越来
越可持续。

据了解，市财政局正着手建三个机
制：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机制，评估区
县财力并将其作为出台支出政策的重
要依据；支出政策监控机制，探索民生
支出政策备案制度，规范过高承诺、过
度保障的支出政策；基本民生托底机
制，对有困难的区县，通过基本财力奖
补等托底，并审核其基本民生预算安排
和监管其预算执行。

改善民生 重庆财政支出的“优先项”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4月2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19年重庆市电
影大会上获悉，2018年重庆市电影票
房总数达15.46亿元，实现了票房和口
碑双丰收。今年，重庆将推进18个深
度贫困乡镇室内固定放映厅建设和公
益电影放映，陆续建成100个乡镇室内
固定放映厅。

据悉，2018年重庆电影市场票房
总数突破15亿元。不少优秀本土电影
登陆各大院线，也让人感受到重庆电影
的力量。

据介绍，今年重庆电影工作将把重
点放在影视基地建设上，打造更多优秀

的本土电影。重庆将通过加快3个影
视基地的建设吸引更多电影来渝取
景。还将重点推进拍摄《少年先锋》等
4部影片，办好巫山艺术电影周、重庆
青年电影展、少数民族电影展、白沙影
视工业展、长江电影展5个品牌电影节
庆，以此提升重庆电影业的文化辐射力
和带动力。

此外，重庆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今
年重庆的电影扶贫工程将全面上马，将
推进18个深度贫困乡镇室内固定放映
厅建设和公益电影放映，陆续建成100
个乡镇室内固定放映厅，让更多群众享
受到免费的精彩大片。

今年重庆将建成
100个乡镇固定放映厅


